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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mak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dimension of the middle class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by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4 dimensions: relational orientation, relational adaptation, rel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lat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four-dimension model of middle class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middle class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is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 that in the action of achieving a certain purpose, because of the perception of consistence with
each other in role cognition and personal cognition, the middle class is willing to unite and trust,
respect and understand and coordinate the conflict to adapt to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n to form
a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mmitment to this relation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middle class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is conducive to explaining the endemic phenomena of Chinese 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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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对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维度进行探索性研究，发现主要由关
系定向、关系适应、关系评价和关系发展4个维度构成。根据中产阶层关系认同四维度模型，本研究认
为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是中产阶层在实现某种目的性的行动中，因为感知到与关系对方在角色认
知和个人认知上具有一致性，愿意通过团结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协调冲突来适应这段关系，进而对关
系形成积极评价以及关于这段关系的归属感和承诺的认知和行为取向。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结构
维度的构建，有利于解释中国中产阶层的特有现象。

关键词
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结构维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产阶层概念的文化和社会时空差异性使得这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称呼有别，如“中等
阶级”、“中产阶层”、“白领”等，本研究将之统称为中产阶层。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中产
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中国也是如此。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有利于缩小我国
贫富差距，增强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中产阶层消费行为不仅对其个人和家庭，对转型时期我国社会
与经济发展也将起到推动作用，其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有可能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消费结构及其生
态环境[1]。
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具有阶层化特征，职业、教育、个人和家庭收入是影响我国中产阶层消费的重
要因素[2]。超越职业、团体和收入等传统的阶层标志，哈特和奈格里提出分众概念，以创造性劳动和开
放的网络联结来定义社会中间层。布尔迪厄认为，消费阶层化所体现出的阶层位置集合，要么引入一套
政党机制要么就是由知识分子的话语所生产出的“阶层精神气质”来解释[3]，而后者正是 Hart 和 Negri
所说的创造性的非物质生产的符号劳动如何占据全部的社会生活[4]。
认同概念源于社会学，社会认同基于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形成。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成分存在极大
差异性，在社会交往规则及行为规范、消费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呈现的明显异质性和分化现象不利于
内部形成一致的中产阶层认同和阶层意识[5]。如果忽视认同和意识等文化因素，中产阶层研究将遇到很
多无法回答的问题[6]。
关系认同是一种与人际关系相关的认同。消费社会学认为，中国人的认同管理是一种基于关系自我
的外在性客观认同管理，它重视获得社会与他人对自身的积极评价，注重借助有形物品建立与他人之间
的认同并传递认同感[7]。当前中国，中产阶层自身的现代社会流动频繁，易产生社会地位不稳定的“焦
虑”感，文化人类学者认为物品能“制造和维持社会关系” [8]，中产阶层会通过礼品消费去营造个人生
存与发展的关系网并确认自身存在[9]。由于中国情境中产阶层的构成成分存在极大差异，他们只能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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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狭小的视域内，如以共同的消费特征[7]、职场中的二元关系[10]等来获得阶层内的认同，此外，家庭
在中国社会确定阶层边界的功能凸显，中产阶层的模糊边界已转化为清晰且内卷化的家庭边界[4]，关系
认同将是一个能解释中国中产阶层现象的具有可行性的视角。
关系认同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已成为西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11]，而相关研究
在我国仍相当缺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情境下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关系认同的内涵是否与西方存
在差异，需要研究。此外，有关关系认同的测量，国外一些研究将其视为单维度构念，并且很多测量研
究直接改编社会认同或组织认同量表，测量对象局限于组织情境中的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10] [11]，因
此，有必要挖掘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本质，开发涵盖多种角色关系的关系认同维度和测量量表，
以统一关系认同构念和其测量。本研究将探索性研究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结构维度，并洞悉其内
涵，以期为解释中国中产阶层特有现象提供可行的研究视角。

2. 文献述评
2.1. 关系认同的概念和特征
学术界对关系认同的界定存在状态观和过程观两种视角[12]。状态观视角强调行为个体和角色关系间
的认知性联系，进而决定行为个体对一段关系的能动性反应。关系认同是个体依据某一具体角色关系所
进行的(部分)自我建构[13]，是行动者在目的性行动中，对其自我与他人是否存在某种特定关系的认知
[14]，有所区别的是，Sluss 和 Ashforth [13]强调行为个体的个人特质在关系认同中的基础性作用，汪和
建[14]则强调行为个体将他人视为实现自我价值或利益的手段，所以，前者认为关系认同具有人格化、人
际吸引和角色升华三个特征，而后者认为关系认同具有他人指向和关系操作两个特征。过程观视角描述
行为个体从角色关系中获得自我建构的过程，过程观可以解释关系身份的形成和变化[12]。关系认同的状
态观和过程观紧密相关，影响关系的各种因素作用于关系认同的过程，会改变行为个体某一时点的关系
认同状态。

2.2. 关系认同的维度和测量
国内外学术界对关系认同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关系认同是多维度构念还是单维度构念？如
果是多维度构念，应该包括哪些维度？维度之间关系如何？概念如何操作化？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国内
外相关研究还相当缺乏。
关系认同的量表开发有两种思路，一是以其他构念的量表为基础开发关系认同测量量表，一是直接
开发测量量表。前者，如改编社会认同量表来测量下属对领导的关系认同[15]，改编组织认同量表来测量
员工对顾客关系的认同[16]，这些量表没有经过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使用其他构念的量表也难以体现关
系认同的内涵。后者，如 Walumbwa 和 Hartnell [17]开发了有 10 个题项的量表测量下属对领导的关系认
同，Zhang 等[18]开发了有 7 个题项的量表测量员工对同事的关系认同，这些开发出的测量量表均为单维
度，在结构、内容和测量学指标上没有明显差异[11]。
国外学者大都从普通组织成员角度研究三个方向：“下属对领导、员工对同事、员工对组织外部利
益相关者”的角色关系认同。而在我国，关系认同存在“十同” [19]，亲属认同是中国人关系认同的核
心，并且，中国人会根据其工具性行动的需要调整关系认同范围，关系认同范围的扩展意味着中国人可
能将更多的非亲属关系及其资源，吸纳到支持其实现某种工具性目标的行动中来[14]。中产阶层的生活方
式涉及家庭、工作、学习和兴趣等多个方面，其角色关系必然呈现多样性，所以，除了东西方文化差异
以外，有必要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内涵，洞悉其维度构成，在此基础上开发涵盖多种
角色关系的量表，来统一关系认同构念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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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为洞悉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内涵和维度，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强调研
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比较适合研究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研究过程中，本研究分别采
用开放式问卷法、深度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法来获取和分析处理数据，进而提炼结构维度，明确其内涵。

3.2. 数据来源
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并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根据研究需要提出不同观点。近些年来，常用的
阶层划分标准是综合采用收入、教育和职业指标[20]，本研究借鉴此划分标准，将受教育标准定为大专及
以上，将在工作中总是或经常需要快速思考和脑力劳动的定为职业中产，收入标准定为个人年收入 2 万
元以上[21]，把符合这三项指标以及任意两项指标的个体界定为中产阶层。
基于这样的标准，选取了 21 位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中产阶层为样本，男 12 人、女 9 人；年龄在 30~45
岁之间；其中，1 个大专学历、6 个学士、10 个硕士、4 个博士；职业分布是：普通文员 1 人，企事业单
位主管 11 人，高校教师 9 人；收入分布是：最低年收入 9 万元，最高年收入 24 万元(综合考虑 2017 年
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8,988 元以及上海市房价昂贵、家庭教育支出压力巨大的实际情况，本研究
将上海市家庭人均年收入 9 万元以上、30 万以内的都视为收入中层范围)。所以，21 个样本均符合中产
阶层的界定标准。

3.3. 信息采集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采集所需信息。深度访谈中，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每人访谈时间
控制在 45~90 分钟。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进行逐字整理，共计得到
近 5 万字的访谈记录。
访谈内容包括：访谈对象介绍自身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学历、工作职务和职责、大致收入水平、
政治身份、婚姻状况等；向受访者简要说明“十同”关系范围后，由受访者阐述对所认同关系的理解，
并分别举例讲述一段认同的关系和一段不认同的关系，就关系属性、关系产生的原因、各自如何扮演角
色、如何处理矛盾、影响关系的因素、自己和周围的人如何评价这段关系、关系对自身的意义、对这段
关系的现在和未来期望等内容。
21 位访谈对象共提供 42 个关系案例，其中，涉及与父母、公婆、爱人关系的案例有 15 个，涉及同
学关系的案例有 8 个，涉及同事关系(含上下级关系)的案例有 14 个，涉及朋友关系的案例有 4 个，涉及
恋人关系的有 1 个，关系范围基本涉及了中产阶层的工作、学习、家庭和业余爱好等方面。
随后，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构建，来提炼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结构维度。

3.4. 信效度检验
扎根理论是由 Glaser 和 Strauss [22]开发的一种研究方法，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可以在经验数据支撑
下抽象出新的概念和思想。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数据，严格遵守 Strauss 和 Corbin [23]的程序型编码
流程和方法，为保证研究的信效度要求、规避研究者的主观偏见与学术定论，邀请 2 名研究生组成编码
小组。研究过程中，编码小组成员共同进行数据标签和编码，当出现意见分歧时，相互讨论直至观点一
致。并以研究工作时间为依据，为每一次综合编码和理论提炼工作建立备忘录，记录理论建构以及修改
的过程[24]。

DOI: 10.12677/mm.2019.91008

68

现代管理

苏云霞，孙明贵

4. 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4.1. 扎根理论编码分析
按照 Strauss 和 Corbin [23]的扎根理论编码流程，本研究对访谈资料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
码和核心编码三个步骤的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访谈资料进行逐句或段落分解并加以标签的过程。将句子或段落标签化是为了
予以概念化，并将相关的概念聚为一类实现范畴化。本研究首先提取访谈资料中有关中产阶层关系认同
维度的具体现象，然后归纳现象以形成概念，并提取同类概念以形成范畴。在此过程中，共提炼出 127
条原始语句，概念化处理后形成 39 项自由节点。范畴化时，剔除频数较少的初始概念，最终建立 21 项
自由节点。通过开放式编码得到的初始概念和若干范畴示例见表 1。
Table 1. Open coding
表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资料内容

定义现象

初步概念化

我们以前是同学，现在都是高校老师，发展的道路一样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这段关系中，我们的目标相同

我是她的女儿，小的时候她养大我，我要……，这是自然
的，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些，她呢，我觉得她生下我就应该
养大我，……。我希望对方这样做，实际上大体就是这样
子吧

我们关于角色的理解一致

这段关系中，我们的行为反映
出关于各自应该做什么的理解
是一致的

我有需求时他基本都会马上出现，遇到问题也相互探讨

遇到困难时，我们相互帮助

遇到问题时，我们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女儿刚生下来的几个月，作为妈妈，她为了维持体型，不
愿意母乳喂养

对方不愿承担更多的份内责任

这段关系在很多复杂责任和多
重任务中发挥作用

读博士需要过很多关，这些关都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师妹
没有过这个关的话，会不会埋怨我没有把经验充分地告诉
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帮助对方
她？她会不会有所介意？但是时间长了吧，她应该不会，
时，不影响对方和自己的关系
怎么说呢，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我也不能完全地帮助她，
我想是这样吧

一方能力不足以帮助对方解决
复杂任务时，不影响相互关系

我自己有很多份内工作要做，忙不过来，领导丝毫不体谅，
当我拒绝时，她那天打我很多电话，就是想让我给她做应
她不尊重我的意见和选择
该她自己做的事情。我受不了了

她/他尊重我，愿意接受我的选
择或采纳我的建议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要有的话，也是难得的一次，……，
他应该是嫉妒了，不过后来他马上又恢复了正常，和我还
产生矛盾时，我们相互退让
像过去一样。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即便嫉妒也正常，……，
我选择理解他

产生矛盾时，我会反省自己，
愿意为达成相互满意而妥协

如果工作上遇到好的领导、同事，他也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好的关系会促进学习和提高
会告诉你一些经验

这段关系有利于学习和进步

我们周围的人都说我们是朋友，身边的人还是比较认同我
们这段关系的，甚至由于她开始跟我的其他同学好了，我
跟那个同学原本并不是很好的，经过她，把我和另外一个
同学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团体

周围的人认可我们的朋友关系

我圈子里的人认可我们的关
系；
他/她圈子里的人认可我们的关
系

我甚至觉得，以后养老时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可以互相帮
助，我们其实对这样的未来都有这样的期许

关系持续下去，会是幸福的事

希望以后继续相互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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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联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所建立的各个概念、范畴间相互独立，关联式编码是发现和建立范畴间关系的过程。研
究者按照范式-结构-过程的框架，从整体上对开放式编码所建立的概念、范畴进行逻辑整理，进一步产生
核心范畴，并对现象进行理论解释[23]。本研究根据初始概念化得到的自由节点归纳出个体认知、角色认
知、团结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冲突与协调、关系自我评价、关系社会评价、关系展望 8 个范畴，各范
畴和初始概念的对应关系见表 2。
Table 2. Axial coding
表 2. 关联性编码
初始概念(自由节点)

与树节点的关系

这段关系中，我们的目标相同

影响

这段关系中，我们的价值观相同

影响

这段关系中，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表现

这段关系中，我知道他/她应该做什么

表现

这段关系中，我们的行为反映出关于各自应该做什么的理解是一致的

影响

我们相互信任

影响

遇到问题时，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影响

取得成绩时，相互庆祝并为对方高兴

影响

这段关系在很多复杂责任和多重任务中发挥作用

影响

一方能力不足以帮助对方解决复杂任务时，不影响相互关系

影响

我尊重他/她，愿意接受他/她的选择或采纳他/她的建议

影响

她/他尊重我，愿意接受我的选择或采纳我的建议

影响

产生矛盾时，我会反省自己，愿意为达成相互满意而妥协

影响

产生矛盾时，他/她会反省自己，愿意为达成相互满意而妥协

影响

我们感情不错，相处开心、融洽

影响

这段关系有利于学习和进步

影响

我圈子里的人认可我们的关系

影响

他/她圈子里的人认可我们的关系

影响

希望这样的关系能持续下去

影响

希望以后继续相互支持和鼓励

影响

希望以后共同发展和进步

影响

树节点(范畴化)
个体认知

角色认知

团结与信任

尊重与理解

冲突协调

关系自我评价

关系社会评价

关系展望

3) 核心编码
核心编码阶段，系统分析关联性编码所发现的概念类属后，寻找核心类属，并将核心类属与其他范
畴进行联系，验证其关系。根据表 2 中的 8 个范畴，进一步归纳出 4 个核心范畴：关系定向、关系适应、
关系评价、关系发展，具体对应关系见表 3。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补充考察资料时，已不能产生新的概念及范畴，所以，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4.2. 关系认同维度模型及内涵界定
本研究构建的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结构维度模型中，关系定向、关系适应、关系评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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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4 个维度是核心范畴，它们影响着中产阶层的关系认同。其中，关系定向是基础，由个体认知和角
色认知构成，反映了某关系中双方关于相互角色和对关系对方的认知，为关系认同提供承载关系的角色
和行为个体特质的载体；关系适应是“保护伞”，由团结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冲突协调构成，它为关
系认同提供关系规范和过程策略；关系评价提供关系反省，由关系自我评价和关系社会评价构成，体现
为行为个体对某段关系的情绪和认知评价以及更大范围的认知评价，一段关系越得到大家的认可，关系
双方对于自身角色的认同就越会得到强化；关系发展为某段关系发展指引方向，进而实现一段关系其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和统一。
Table 3. Selective coding
表 3. 核心编码
树节点(范畴化)

核心式编码

个体认知

关系定向

角色认知
团结与信任
尊重与理解

关系适应

冲突协调
关系自我评价

关系评价

关系社会评价
关系展望

关系发展

根据这一模型，本研究认为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是中产阶层在实现某种目的性的行动中，因
为感知到与关系对方在角色认知和个人认知上具有一致性，愿意通过团结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协调冲
突来适应这段关系，进而对关系形成积极评价以及关于这段关系的归属感和承诺的认知和行为取向。

5. 文献对话
基于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本研究提炼出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 4 个结构维度，与现有国内
外研究对话发现，这 4 个结构维度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关系定向维度包含个体认知和角色认知两个子维度。Sluss 和 Ashforth [13]认为关系认同的基础是关
系身份，关系身份包括基于角色的身份和基于个人的身份，反映了关系双方如何扮演各自的角色。个体
认知子维度层面，以“叙事”概念为基础的叙事心理学关注人们如何通过叙述人生故事来组织行为并赋
予意义，以及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自我[25]，关系认同具有人格化特征，个体认同一段关系时，关系对
方的特质和个性会被充分考虑[13]。角色认知子维度层面，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个体的自我角色是在与他
人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并随时间发生变化[25]。中国文化情境下，中国人会因关系属性不同而使用不同
的交换规则，即家人之间的交换原则是责任与义务，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换原则是互惠，而生人之间的交
往采取工具性原则[26]。中国社会因人而异所表现出的差序性关系模式，实质就是中国人对角色关系的认
知后所做出的反应。
关系适应维度包含团结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冲突协调三个子维度。关系认同以关系属性作为认同
的标准，强调遵守在某种关系属性下的行为规范，关系双方必须承担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26]，如中国社
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孝顺”，实际就是要求子女尊敬与依从父母。团结与信任子维度和冲突协调子维度
属于关系规范的范畴，关系规范体现了关系双方的共同理解和期望，能构建和营造和谐的关系氛围[27]。
社会交换理论描述行为个体对与关系对方的交换关系的感知，强调自身的交换关系与其他成员的交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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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对比。一般情况下，关系当事人需要证明彼此的忠诚(即，团结)、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即，相互性)、
愿意承担多重责任(即，角色的完整性)、进行信念调整(即，灵活性)、具有和谐解决冲突的倾向(即，协调
冲突) [28]。尊重与理解子维度层面，社会支持理论可以解释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认同是获得关系对方社
会支持的指标。尊重与理解对方，意味着给予对方面子，对方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得到承认[29]，就能获得
关系对方的社会支持。
关系评价维度包含关系自我评价和关系社会评价两个子维度。关系自我评价子维度层面，当关系对
方给与足够的社会支持并满足关系一方的情感和工具性需要时，关系一方才可能对角色关系进行积极评
价，形成关系认同[30]。关系认同具有人际吸引和角色升华特征[13]，当关系双方认同关系时，可能超越
正式角色的边界形成友谊。在中国，家人间、亲朋好友间、生人间的情感关系强度依次减弱，Hwang [31]
的资源配置模型认为，资源分配者接受资源分配请求的可能性是分配者和申请人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函
数，后者依次是关系情感水平、互惠(人情)、给申请人“面子”的函数。此外，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良好
的关系可以使关系一方成为示范榜样并鼓励关系对方积极模仿，促使关系双方将关系的本质和特质内化，
提高关系认同[11]。关系社会评价子维度层面，通常来说，一组关联的角色关系越是得到集体的认可，关
系双方对于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认同就越会得到强化。集体认可可以来自其他个体，也可以来自更加广泛
的社会背景[25]。
关系发展维度包含关系展望一个子维度。根据自我叙事理论，在关系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关系认同
可以看作是关系一方通过将过去和现在的经历连接起来进行叙事而形成的。关系认同既是一种状态，也
是一种变化过程，过程观视角的关系认同可以解释关系身份的形成和变化[12]，所以，关系认同产生于某
一时点后得到发展，在未来是否以及如何延伸和变化，也需要关注。

6. 结论与展望
6.1.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首先，本研究明确了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内涵。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是中产阶层在
实现某种目的性的行动中，因为感知到与关系对方在角色认知和个人认知上具有一致性，愿意通过团结
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协调冲突来适应这段关系，进而对关系形成积极评价以及关于这段关系的归属感
和承诺的认知和行为取向。
其次，构建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结构维度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关系定向、关系适应、关
系评价、关系发展 4 个维度是核心范畴，这 4 个核心维度影响着中产阶层的关系认同。其中，关系定向
包含个体认知和角色认知两个子维度，关系适应包含团结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冲突协调三个子维度，
关系评价包含关系自我评价和关系社会评价两个子维度，关系发展包含关系展望一个子维度。

6.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选择虽然都符合样本选择标准，但访谈对象全部来自同一个城市，这些访谈对
象在中国同一个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因此，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结构维度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
尚不能完全确定。未来有待扩大样本的地域覆盖范围，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遍性。
其次，缺乏定量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定量数据和定量研究的
支持。

6.3. 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得出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的 4 个结构维度，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相当缺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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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既开拓了对关系认同问题的现有研究，也为研究中国情境中产阶层的特有现象提供了一个具有可
行性的新视角。未来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完善：一是开发中国情境中产阶层关系认同结构维度的测量量
表，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可操作化的技术基础；二是向消费行为学、消费社会学、消费经济学、组织行
为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拓展，进一步挖掘其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探讨关系认同和其他变量之间
的关系，且应特别关注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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